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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的旅遊資訊
在此匯集！

讀取二維碼，
查看詳情

豐 田 旅 遊

在 Instagram
   尋找！

關注官方
   LINE 賬號！

通過 Facebook
   與我們聯繫！

在這裡發現
  豐田的新魅力！

粉絲俱樂部會員
   更加方便！    推送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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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訪時，

“豐田 OIDEN 巴士”
比較方便。

http://michinavitoyota.jp/

也可以使用谷歌地圖
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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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助

下山

下山 下山

足助

稻武

在打獵旺季的秋冬季，可以品嘗到
不同味道的、肉質柔嫩且富含營養
的時令野味。豐田的野鹿和野豬食
用山林中的果實，故而肉質香甜柔
嫩。還被加工成香腸和可樂餅。

豐田市羽布町鬼之平1-16

10:00～20:00

無定期休息日

0565-90-3473

豐田市羽布町金山29

11:00～

周一（若恰逢節日，則次日休息）

0565-90-3320

還設有垂釣虹鱒的
池塘和DAY露營場的體驗型餐廳。

鄉村餐廳
溪流莊 【當季料理】

豐田市大野瀨町池平1-1

11:00～14:00 ※需要預約

周三

0565-84-1150

炭烤純種名古屋交趾雞。來自牧場直營店
的交趾雞，極其新鮮美味！

地爐旅館 龜甲苑
【鄉土料理】

豐田市足助町田町17

11:00～19:30 LO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照常營業）

0565-62-0018

鰻魚料理和香魚料理頗具盛
名的日式餐廳。請在此享
用精制的當季料理。

當季料理 井筒龜
【日本料理·當季料理】

深受當地人喜愛的鰻魚店。店主親自
烹制的野味料理堪稱當店一絕。

鰻魚 三河
【鰻魚料理·日式料理】

頗具季節感的店。除了水壩咖喱，還有
河魚、野菜及野豬肉火鍋也倍受歡迎。

河鹿苑
【鄉土料理】

豐田市岩神町川見13-4

11:00～15:00 ※需要預約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次日休息） 

※黃金周、暑假（7/20～8/31）無休息日

0565-62-1188

可以BBQ的人氣戶外設施。
冬季可以在租借的小木屋中享用120分
鍾暢食野豬肉的“Yaiyai火鍋”。

足助村
【火鍋料理（僅限于冬季期間）】

豐田市足助町一之谷22

10:30～15:00 LO(時間以外只接待預約者)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照常營業）

0565-62-0508

提供秘製紅味噌鍋底的野豬肉火鍋、
熊肉火鍋、野雞火鍋及鄉村火鍋。

香嵐溪 一之谷 
【日本料理·當季料理】

除了野菜、香魚、蘑菇及野豬肉以外，
還能品嘗到罕見的幼蜂飯。

腰掛山莊  【鄉土料理】

鰻魚料理和香魚料理頗具盛

野味
專題

豐田市羽布町腰掛17-10

11:00～18:00（有宴會的話，則到20:00）

周三（若恰逢節日，則照常營業)、年末年初的

12/29～1/1休息（從1/2開始照常營業）

0565-90-3474

將140年歷史的古民宅

移至三河湖湖畔改建

而成。可以在懷舊的氛

圍中用餐。

足助

旭

豐田市田津原町靜滝17-1

就餐（預約制）11:00～15:00 LO、DAY露營 10:00～

16:00、帳篷露營 10:00～次日10:00

周一（若恰逢節日，則次日休息）

0565-68-3197

豐田市東山町1-10-12

午餐　 11:30～14:00（LO 13:30）

晚餐   18:00～22:00（LO 21:00）

周一

0565-80-3377

休閒的法國南部料理店。
擅長與美酒相配的野味料理。

餐廳 L’éclat de rire
【法國鄉土料理】

0565-80-3377

豐田

※火鍋僅限于1月～3月中下旬（需要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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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爲擁有富饒的大自然，豐田
所出產的山珍海味才別有一番
風味！請來這兒購買些特產吧，
將旅途中的感動帶回家。爲您介
紹豐田引以爲豪的精選美食。

豐田市桝塚西町南山6

【直銷店】 9:00～17:00

周日、節日、黃金周、夏季假日、年末年初等

0565-21-0028

木桶釀造、長時間天然熟成的黃豆味噌，
極其潤滑美味。

釀造廠 桝塚味噌
合資公司 野田味噌商店

特產
豐田的

豐田的
特產

豐田

豐田市豐榮町9-48

0565-28-4021

制作不使用農藥的有機栽培的茶。
時常在品評會上獲獎，非常有名。

石川制茶

豐田市吉原町屋敷畠38

9:00～18:00

周三

0565-52-3119

自從明治3年（1870年）創業以來已經持續了
150年的老字號。在第5代經營者精心經營
的茶園中，開展采茶的體驗活動。

三好市福谷町壹丁田6-4

9:00～15:00（LO 14:30）

周三、周日

0561-36-9539

窯烤的姜粉很有人氣。
撒一下的量，就能讓身體暖和起來！

咖啡、紅茶專科 Kanon咖啡

豐田市西町6-85-1

工作日10:00～19:00 周六、周日、補休日10:00～19:30

1月1日

0565-37-1111

聚集了當地引以爲豪的精選美食！
值得一去。

豐田是水果的王國。猿投的桃子、
有孩子的頭那麽大的巨型梨等
都遠近聞名。

松坂屋 豐田店

豐田市吉原町屋敷畠67

9:00～20:00

周三

0565-52-3810

手工采摘的天然栽培的
深蒸茶和抹茶清香濃郁、口感極佳。

高香園 豐田

豐田市鴛鴨町畑林280

0565-29-0365

※可以在JA綠地中心、永旺豐田店購買

奢侈地使用了黃金番茄的
新鮮番茄汁，果味十足!

大橋園藝

豐田引以爲豪的特產

豐田

使用清澈的優質水釀造的美酒、木桶釀造的味噌等，
豐田的美食文化延續到了人們的餐桌。

豐田是愛知縣內屈指可數的茶的產地。
其中作爲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香，
在品評會上取得了優異成績。

由精選的農產品加工而成的加工制品也別有一番風味！
是其他地方購買不到的優質特產。

稻武

豐田市黒田町南水別713

工作日10:00～18:00、周六、周日、節日9:30～18:00

無休息日

0565-83-3601

以名酒“蓬萊泉”“一念不動”而廣爲人知的酒窖。
可以參觀酒窖及進行釀酒體驗。

蓬萊泉吟釀工房

豐田市四鄉町下古屋48

商店[周一～周五] 9:00～18:00、[周六] 10:00～15:00

周日、節日、夏季休息、黃金周休息、年末年初休息

0565-45-0020

在日本全國新酒鑒評會上榮獲金獎！
因口感溫和而大受歡迎的“菊石”的釀造廠。

浦野合資公司

噌，

蓬蓬蓬萊泉吟釀工房

豐田市四鄉町下古屋48

商店[周一～周五] 9:00～18:00、[周六] 10:00～15:00

在日本全國新酒鑒評會上榮獲金獎！
因口感溫和而大受歡迎的“菊石”的釀造廠。

浦野合資公司

豐田的

釀
造
文
化

還
有
還
有

考
究
的
有
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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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的

制
茶

豐田市豐榮町9-48

制作不使用農藥的有機栽培的茶。
時常在品評會上獲獎，非常有名。

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抹茶原料的碾茶甘美清香香香，
在品評會上取得了優異成績。

豐田市吉原町屋敷畠38

9:00～18:00

0565-52-3119

自從明治3年（1870年）創業以來已經持續了
150年的老字號。在第5代經營者精心經營
的茶園中，開展采茶的體驗活動。

9:00～20:00

周三

0565-52-3810

高原的綠茶醇厚、
清香♪

品評會上獲獎的

3種茶，是限定品哦！

松坂屋 豐田店

考
究
的
有
名
物
產

咖啡 紅茶專科 Kanon咖啡

若在市內購買特產的話，
請到這裏來吧！

茶點是口感醇厚的

抹茶甜品♡

豐田

豐田

豐田 豐田

豐田市鴛鴨町畑林280

0565-29-0365

※可以在JA綠地中心、永旺豐田店購買

奢侈地使用了黃金番茄的
新鮮番茄汁，果味十足!

大橋園藝

商店[周一～周五] 9:00～18:00、[周六] 10:00～15:00

周日、節日、夏季休息、黃金周休息、年末年初休息

0565-45-0020

商店[周一～周五] 9:00～18:00、[周六] 10:00～15:00

周日、節日、夏季休息、黃金周休息、年末年初休息

0565-45-0020

深受女性

歡迎的姜粉！

熟透的水果
非常鮮美哦！

豐田

嘗過這個味道後，
就不想再喝其

他的番茄汁了！？

愛宕梨、桃子:猿投選果場

　 0565-46-2225

碧園 茶之純平

可以釀造世界上

獨一無二的定制

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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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 11:00～15:00（LO 14:00）

　　     17:30～21:00（LO 20:00）

【周六日及節日】 11:00～23:00（LO 22:30）

無休息日　　0565-45-8522

可經濟實惠地享用中華料理。

中華料理 桃源飯店 【中華料理】

豐田市豐榮町1-88

【周一～周五】 11:30～14:00

（料理LO 13:45、飲料LO 13:45）

17:00～23:30（料理LO 23:00、飲料LO 23:00）

【周六】 11:30～23:30（料理LO 23:00、飲料LO 23:00）

【周日】 11:30～22:30（料理LO 22:00、飲料LO 22:00）

無休息日　　0565-29-1811

元氣食堂 WAKU家 【日式居酒屋】

豐田市加納町馬道通21

【工作日】 9:30～23:30（受理截至23:00）

【周六日及節日】 8:00～23:30（受理截至23:00）

無休息日

0565-45-5800

豐田市喜多町1-140

【入住】 13:00　【退房】 11:00

無休息日　　 0565-35-6611 

名鐵豐田酒店

位于豐田市中心的名鐵豐田酒店，是豐田市站前的一座交通非常方便的正宗城市
酒店。 擁有一流的日餐、西餐、鐵板料理餐廳。

【午】 11:30～14:30（LO 14:00)

【晚】 17:30～21:00（LO 20:30)

無休息日　　　0565-35-6092

提供適用于紀念日、
充溢著應季美味的四季宴席。

日本料理“御河(Mikawa)”
【日本料理】

【午】 11:30～14:30（LO 14:00)

【晚】 17:30～21:00（LO 20:30)

無休息日　　0565-35-4663

廚師在對面進行燒烤的
開放式廚房風格。

鐵板燒“櫸（Keyaki）”
【牛排·鐵板燒】

9:30～18:15（LO 18:00）

無休息日　　0565-35-6611

請盡情享受寬敞舒適空間的
愜意時光。

休息室“葵花”
【茶室】

【午】 11:30～14:00（LO 13:00)

【晚】 17:30～21:00（LO 20:30)

無休息日　　0565-35-4663

中午提供自助餐，
晚上則成爲時尚的小餐廳。

四季廚房“Le Bonheur”
【自助餐·小餐廳】

極品咖喱內臟鍋的終極咖喱湯及精選的
彈性十足的日本產牛腸堪稱絕品!
建議最後的主食點奶酪燴飯。

快出發吧,去撩起您好奇心的

制造之城探尋美味♪

豐田地區

當日往返溫泉 金泉之湯

飲食食堂 【牛排·鐵板燒·套餐】

可在當日往返溫泉出浴後享用。
在能夠感受到溫暖的木頭質感的店內,
設有鐵板燒烤處,在客人面前燒烤優質
的肉類及蔬菜。除了鐵板燒,還有其他
讓人身心愉悅的料理。

【工作日】 11:00～23:00（LO 22:00／鐵板燒21:30）

無休息日

0565-45-5800

就餐後,悠然自得

泡溫泉!

【工作日】 11:00～23:00（LO 22:00／鐵板燒21:30）

猿投溫泉被選爲“醫生推薦的神奇溫泉”, 以療效超群的
天然氡療養泉爲特色。是一座被美麗的自然景觀和庭園
所圍繞的日式風格的療愈度假村。

猿投溫泉 金泉閣・當日往返溫泉 金泉之湯

在酒店餐廳小奢侈一把

因在電視中播出而引發熱議★ “咖喱內臟鍋”的人氣店鋪！
豐田地區

無休息日　　0565-35-4663

MAP：D-2 28

MAP：D-3 29

MAP：B-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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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地區

豐田城堡酒店

豐田城堡酒店，距離豐田市站約�分鍾，地理位置絕佳。
優質的服務，將伴您度過無上的時光。

位置優越！演繹無與倫比的片刻

豐田市喜多町2-160 COMO廣場 西棟

【入住】15:00　【退房】11:00

無休息日　　 0565-31-2211

豐田市東山町1-10-12

午餐 11:30～14:00（LO 13:30）

晚餐 18:00～22:00（LO 21:00）

周一　　 0565-80-3377

在這裏可休閑地品嘗美味的
法國鄉土料理和葡萄酒。

餐廳 L’éclat de rire
【法國鄉土料理】

豐田市西町5-5　VITS TOYOTA TOWN 4F

午餐 11:30～15:00

晚餐 17:00～23:00

（LO 22:30）

無休息日（年末年初除外）

0565-33-5233

包括曼谷、清邁、伊森料理等
70多種菜色！

泰國餐廳
Thanisara 【泰國料理】

豐田田市西町1-80 Dream公寓1F西側

午餐 11:00～14:00

晚餐 18:00～24:00

周日、節日

※周日、節日可僅限包場

0565-77-4175

是一家時尚的意大利酒吧，
以自制的生意大利面、肉類料理爲特色。

Bullshit
【意大利料理】

豐田市西町5-5　VITS TOYOTA TOWN 1F

17:30～次日4:00（LO 3:00)

周日

0565-41-5553

出身于泰國東北部Khon Kaen的廚師
烹製的正宗泰國料理。

泰國料理餐吧
KHON KAEN酒場

【泰國料理】 Thanisara的姐妹店

6:45～17:00（LO 16:30）

【早餐】 6:45～10:00

【午餐】 11:30～14:30（LO 14:00）

※17:00以後僅限酒店活動等包場營業

無休息日　　 0565-31-2211

在全天均可利用的酒店餐廳，
小小奢侈一把♡

全日餐廳“WINDSOR”
【西餐廳】

11:30～14:00

【工作日】 17:30～21:00（LO 20:30）

【周六日及節日】 17:00～21:00（LO 20:30）

無休息日　　 0565-31-2211

在客人面前展示豪放而細膩的
鐵板燒技藝，引人入迷。

鐵板燒“DAN”
【鐵板燒】

【午】 11:30～14:00

【晚】 17:00～21:00（LO 20:30)

無休息日　　 0565-31-2211

可品嘗以廣東料理爲基調的
經濟實惠又健康的中國菜！

中國料理“桃園”
【中國料理】
中國料理“桃園”

店內氣氛也很棒！！
也推薦用于宴會！

獨飲、
聚會均可利用！

可品嘗到勝獅啤酒的
“桶裝生啤”！

可品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美食♪

豐田市喜多町2-170 KiTARA108

周一～四17:00～26:00／周五17:00～29:00

周六11:00～29:00／周日11:00～26:00

無休息日　　 0565-41-8821

可以品嘗到世界上桶裝生啤的英國酒吧。
周六日也提供午餐。

BOOBY’S TOYOTA
【餐吧】

豐田市大林町1-4-1

11:30～15:00（LO 14:00）

※晚上只在有包場時營業

周六日（因為婚禮包場。可以在庭園散步）

※4・5・6・11月以外周二也固定休息

0565-25-2626

享用美味的“盤子上也是花田”
為主題的法國菜。
飯後可在美麗的庭園散步。

花遊庭
【法國料理】

MAP: D-3 30

MAP：A-3 4

MAP：A-2 5

MAP：B-2 3

MAP：E-2 34

MAP：C-1 6

MAP：C-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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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以新鮮魚類爲豪的居酒屋吧！

豐田市若宮町8-1-7 ST.RITZ.BLD 2F

17:00～24:00

周日　　 0565-35-6699

可享用日式和西式
新鮮海鮮料理的時尚店。
也適合約會哦！

HARU 【餐廳酒吧】

豐田市神田町1-5-4 英淑大樓

17:00～23:00（LO 22:00）

周日（有預約時營業，需聯繫）

※2月～10月末，休息日爲周日、周四

0565-63-5779

可品嘗到長崎五島新鮮海鮮的“Roku”的
西式料理餐廳。

ROKU KANDA 【餐廳酒吧】

大口吃烤整雞！
女性客人喜歡的烤蔬菜串種類豐富。

品嚐各季當地食材的日式餐廳

豐田市神田町1-4-2 商務酒店α-1豐田1F

【早餐】 6:30～9:30（LO 9:00）

【午餐】 12:00～14:00（LO 13:30）

【晚餐】 17:00～24:00（LO 23:00）

【早餐】 無休息日 【午餐】 周六、周日、節日定期休息

【晚餐】 周日定期休息

0565-32-7810

可以品嘗到考究的燒酒和美味海鮮的
居酒屋。極品海鮮令人讚歎不已。

飲食處 Roku 【日式居酒屋】

想吃魚的話，請到這兒來吧。還有品種
豐富的肉類料理哦！
我們極致追求“時令性”與“新鮮度”！

豐田市西町5-28-1Miria大樓1F＆2F

17:00～24:00（LO 23:00）

周日

0565-32-6335

豐田市若宮町1丁目24-2

【工作日】 17:00～25:00（LO 24:30)

【節日】 17:00～24:00（LO 23:30)

周日 （次日逢節日時營業，第二天休息）

0565-35-1150

名菜烤整雞、烤蔬菜串、
烤牛筋串等菜餚很受歡迎。

晴晴 【゙綜合居酒屋】 精心選用時令食材的日本料理店。
對豐田當地酒也很有研究，
是可以慢慢品味的店鋪。

杜若 【日本料理】

豐田市喜多町2-160

COMO square WEST 2F

11:30～14:00（LO 13:30)

17:00～24:00（LO 23:30)

無休息日

0565-35-8220

位於豐田市站附近的隱蔽店鋪。
在日式包廂內品味產地直送的鮮魚吧。

岡止々岐 【日本料理】

豐田市西町5-2-1 MK大樓1F

【周一～周六、節日、節日前一天】 17:00～凌晨0:00

（料理LO 23:00 飲料LO 23:30）

【周日】 17:00～凌晨0:00 

（料理LO 23:00 飲料LO 23:00）

無固定休息日

0565-34-5530

站前店限定的“豆膳午餐”在女性
朋友中人氣很高。是可輕鬆嘗試
正宗日本料理的套餐。

豆庵 【日本料理】

豐田市西町6丁目62番地1

11:00～14:00

17:00～23:00

周一

0565-32-7708

推薦站南店限定的“季節懷石
套餐”。無論是聚餐還是
重要的接待都非常適合。

豐田市西町2丁目35

17:00～23:00

周一

0565-41-7327

豐田地區

長崎五島 Roku丈 【日式居酒屋】 ●站前店 ●站南店

MAP：A-4 8

MAP：A-1 9

MAP：B-1 7

MAP：A-4 11

MAP：C-2 12

MAP：A-2 13

MAP：B-2 14
MAP：B-3 15

MAP：B-2 10

豐田地區
豐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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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體育場

豐田市音樂廳

適合熱聊♪ 最愛的咖啡廳餐食

去豐田市內的體育、文化設施時，
稍微多走幾步，在豐田市內觀光吧。
離市區 � 小時路程的圈內，
有很多溫泉和自然資源豐富的景點。

https://www.tourismtoyota.jp/tw/facilities/

豐田地區

豐田市千石町7-2　豐田體育場4層

11:00～15:00（LO 14:30）

關于團體客人的聚會預約，

營業時間外也可受理。

周二（此外，還有可能因舉辦活動及

設施點檢等臨時停業）

0565-87-5208

可從距離地面30米的高處瞭望街景。
敬請品嘗廚師拿手的豐盛午餐，享受奢侈的時光♪

餐廳“Verde Rosso ”
【西餐廳】

豐田市櫻町2-56

【午餐】 11:00～14:30 （LO 14:00）

【晚餐】 17:00～22:00 （LO 21:30）

周日

0565-41-8510

在有100年歷史的倉庫品嚐絕品肉
丁洋蔥蓋飯。桃太郎西紅柿的
柔和味道非常治愈。

藏中咖啡廳＆集市
“Koromo農園”  【咖啡館】

豐田市前山町1丁目27

【工作日】 10:00～20:30

【周六日】 9:00～20:30

無休息日

0565-28-7855

以自家烘培咖啡和手工
麵包為傲的咖啡廳。
有多種優惠套餐。

豐田市若宮町1-27-2

11:00～23:00 （LO 22:00）

無休息日

0565-34-1112

可享用低溫牛排和精釀啤酒的成人咖啡廳。
時尚的咖啡廳午餐和糕點師
手工製作的甜點備受好評。

CAFE CONCESSION
【咖啡館】

豐田市前田町6-27-1

午餐 11:30～14:00 （LO 14:00）

晚餐 17:00～23:00 （LO 22:00）

周一（土用醜日、黃金周、盂蘭盆節期間無休息日）

0565-41-6712

提供使用三河一色鰻魚烹制的
絕品鰻魚料理和可以帶皮食用
的野山藥料理的餐廳。

鰻魚·野山藥 真丸 【鰻魚】

豐田市小坂本町5-13-10

11:00～14:00（LO 13:45）

17:00～20:00（LO 19:45）

周一、第3個周日

0565-32-1970

執著于鰻魚料理50年！
使用精制醬汁慢慢烤制而成的
大廚之味。注意不要吃上癮哦!

滿福支店 【鰻魚】

想吃鰻魚三吃♪

內行人都知道的
老字號鰻魚店

豐田市高上1-7-1

【午餐】 11:30～14:00

【晚餐】 16:30～20:00

周二（若恰逢節日，則照常營業）

每月有兩個周三休息

0565-88-2113

客人點單後，現炭烤活鰻魚。
自制的美味醬汁也遠近聞名。

鰻忠 【鰻魚】

表面酥脆！
內部柔嫩的鰻魚

可在市內吃到豐田名菜 鰻魚！

河畔側和球場側望出去的景色
都很有魅力！

Sweet corns
MEGLiA M公園店

【咖啡館】

掃描二維碼，
了解市內觀光資訊！

MAP：D-3 32

MAP：A-4 16

MAP：E-2 31

MAP：C-3 18

MAP：B-1 17

MAP：D-3 35

MAP：C-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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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絕品肉丁洋蔥蓋飯！品嚐絕品肉丁洋蔥蓋飯！ 從地上30m高處眺望的街景非常美！從地上30m高處眺望的街景非常美！

使用秘製醬料烤製的鰻魚使用秘製醬料烤製的鰻魚 低溫牛排和精釀啤酒低溫牛排和精釀啤酒

在車站附近吃午餐，就選這裡！在車站附近吃午餐，就選這裡！ 休閒空間的和風居酒屋休閒空間的和風居酒屋

酒窖直送的精選日本酒齊備酒窖直送的精選日本酒齊備 以新鮮的鮮魚料理為傲以新鮮的鮮魚料理為傲

悠閒享受

咖啡時光♪
悠閒享受

咖啡時光♪ 美味菜餚與酒絕配！美味菜餚與酒絕配！
舒適的

成年人氛圍

舒適的

成年人氛圍

廚師引以為豪的

精緻創意西餐

廚師引以為豪的

精緻創意西餐

時尚的空間也非常適合約會時尚的空間也非常適合約會 日式加西式的風格日式加西式的風格

極品海鮮和精選日本酒極品海鮮和精選日本酒 要吃魚，一定要選這裡！要吃魚，一定要選這裡！

備有世界各國的生啤備有世界各國的生啤 烤整雞很受歡迎！烤整雞很受歡迎！

泰國廚師烹製的正宗泰國料理泰國廚師烹製的正宗泰國料理 美味泰國料理和桶裝勝獅啤酒美味泰國料理和桶裝勝獅啤酒

考究的

午餐自助

考究的

午餐自助

享用各季

日本料理

享用各季

日本料理 正宗廣東料理正宗廣東料理

全部感官都得到

享受的鐵板燒

全部感官都得到

享受的鐵板燒

藏中咖啡廳＆集市
Koromo 農園

西餐廳
“Verde Rosso”

滿福支店 CAFE
CONCESSION

豆庵
站前店

豆庵
站南店

杜若 岡止々岐

休息室
“葵花”

Bullshit鐵板燒
「櫸」

全日餐廳
“WINDSOR”

HARU ROKU KANDA

飲食處
Roku

長崎五島
Roku 丈

BOOBY’S 
TOYOTA

晴晴゛

泰國餐廳
Thanisara

泰國料理餐吧
KHON KAEN酒場

四季廚房
“Le Bonheur”

日本料理
“御河”

中國料理
“桃園”

鐵板燒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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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都非常

可口！

不知選哪個好

在豐田采集並

熟成的蜂蜜♪ 令人放心且口感溫和

的有機調味料

稍硬的外皮配上柔滑的內餡，別提有多美味！
除了白豆沙餡，還準備了季節限定的商品。

德本饅頭本舖
【日式糕點】

豐田市岩倉町一本松1-1

【入住】 14:00　【退房】 11:00

無休息日　　 0565-58-3500

在充滿“日式”情趣的空間裏，
可品嘗到使用時令食材烹制的料理。

日式餐廳 花乃裏 【日式料理】

【午餐】 11:30～15:00（LO 14:00）

【晚餐】 17:00～21:00（LO 20:30）

※會席料理的最後點餐時間爲20:00

無休息日　　 0565-58-3530

可在觀賞四季各異的豐富自然風光的
同時，品嚐頂級的法國料理。

Fontana 【法國料理】

【早餐】 7:00～10:00（LO 9:30）

【午餐】 11:30～15:00（LO 14:30）

【晚餐】 17:00～21:00（LO 20:30、

套餐料理20:00）

無休息日　　 0565-58-3528

豐田市中垣內町廣畑6-5

8:00～19:00　　周四　　0565-58-0353

被森林的美麗景致所圍繞的
治愈身心的茶室。

休息室 Estasion
【咖啡館、休息室】

【工作日】 9:30～17:00

【周六、周日】 9:30～20:00

無休息日

0565-58-3500

FORESTA酒店

可在觀賞四季各異的豐富自然風光的

豐田地區
松平地區

坐落於徳川家康祖先的土地上，擁有無限美麗風光的度假勝地

有��多年歷史的使用秘方製作的烤豆沙饅頭

在被稱爲徳川家祖先的松平氏的
起源地悠閑地享用美食吧。

豐田市平戶橋町馬場瀨69-1

9:30～18:00

周六、周日、節日（年末年初、夏季假日）

0565-42-6547

糖度在80度以上！是在平戶橋町采集
的罕見的自然蜂蜜。

株式會社Koikeya-create
【蜂蜜】

豐田市花丘町1-17

9:00～17:00　

周六、周日、節日

0565-41-4837

使用健康土地培育出的原料
制成的優質調味料。

油菜花農園
【油菜籽油等】

豐田市平戶橋町石平61-15

9:00～19:30

（周日 9:00～19:00）

周三和非固定的1天

0565-45-1039

人人皆知的人氣店。不僅是常規糕點，
季節限定的西式糕點也非常不錯。

蛋糕屋 Ange
【西式糕點】

豐田市和會町新切41-3

9:00～19:00(最晚接待)

周二

0565-21-0721

令人懷念的新式時令西日合璧糕點。
願您度過愉快的甜點時刻！

御果子司 福壽園
【日式糕點】

豐田市若林東町棚田24

周二～周六 8:00～18:00、 周日8:00～17:00

周一　　 0565-52-0108

使用精選紅豆和優質水精製而成的
豆沙餡。店內滿滿陳列著的日式糕點
猶如珠寶盒中的珠寶一樣美麗！

果鋪 近江屋
【日式糕點】

豐田地區的精選特產

可愛的
外觀引人注目

一邉欣賞四季各異的
景致，一邉享用美食

令人喜笑顔開的日式空間。

撫慰心靈的
茶室

※事務所的銷售信息如上所述，在農協總店旁邉的

　農園直銷店和橡子之鄉也有銷售。

外觀也很可愛哦！

松平地區

松平，是一個能給遊客帶來好運的“能量景點”。 讓我們了解

一下當地的曆史與自然，並品嘗一下當地的珍寶美食吧！

豐田市平戶橋町馬場瀨69-1

9:00～19:00 （周日9:00～18:30）

周三・每月第3個周二    0565-32-2416

雖是新品種，但令人懷舊的時令日式
糕點很有人氣。追求紅豆原有的美味。

松華堂　宮上店
【西式糕點】

MAP：E-3 42

MAP：E-3 43

MAP：E-2 36

MAP：D-3 37

MAP：D-3 38

MAP：E-2 40 MAP：D-2 41

MAP：D-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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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作水壩是拱形混凝土水壩，呈抛物線狀。
米飯象征巨大的矢作拱形水壩，再滿滿地盛
上咖喱！請享受米飯坍塌時猶如水壩放流般
的樂趣吧♪

旭 地區

旭地區

在水源豐富的旭，有奧矢作湖、黑谷溪谷、旭高原元

氣村、奧矢作溫泉鄉等觀光景點。還有很多美食哦！

愛知縣最古老的溫泉 笹戶溫泉
在令人心情舒暢的溫泉旅館中享用野味料理

矢作水壩咖喱

盡享魚梁的樂趣 香魚料理

豐田市笹戸町畷7

【入住】 15:00　【退房】 10:00

無休息日　　 0565-68-2331

擁有愛知縣最古老的天然溫泉的溫泉旅館。
講究湯汁的會席料理不禁令人嘖嘖稱贊。

旬樹庵紫翠閣豆腐屋
【溫泉旅館】

豐田市田津原町靜滝17-1

就餐（預約制）11:00～15:00 LO、DAY露營 10:00～

16:00、帳篷露營 10:00～次日10:00

周一（若恰逢節日，則次日休息）

0565-68-3197

在被大自然圍繞的店中，
可以品嘗到當季料理及豐田產的野味料理。

鄉村餐廳溪流莊
【當季料理】

豐田市笹戶町惣作8

【入住】 15:00

【退房】 10:00

無定期休息日

0565-68-2654

不僅可以享受溫泉，還可以品嘗野豬肉
火鍋等的當季料理及野山藥料理。

笹戶溫泉 旅館勇屋別館
【溫泉旅館】

豐田市小渡町間島12-1

7月第2個周六～10月下旬

10:00～19:00

無休息日  　0565-68-2255

在放眼望去盡是美麗自然景致中抓魚！
可以品嘗到剛烤好的香魚。

小渡觀光魚梁 
【魚梁】

豐田市旭八幡町根山68-1

9:00～17:00（LO 16:30）

周四（黃金周、暑假期間無休息日）

0565-68-2755

使用峰旭米製作的五平餅套餐
和野山藥料理頗受歡迎。

餐廳元氣亭
【餐廳】

擁有愛知縣最古老的天然溫泉的溫泉旅館。
講究湯汁的會席料理不禁令人嘖嘖稱贊。

香魚料理

在放眼望去盡是美麗自然景致中抓魚！

若預約的話，能參

觀水壩♪
還能獲取

水壩卡哦♪

能眺望矢作川的景色優美的魚梁。

小孩子也可以抓魚。

旭高原元氣村還設有

交流動物園、露營地、

BBQ。

第一期！

鄉村餐廳溪流莊

旬樹庵紫翠閣豆腐屋
旭高原元氣村 元氣館內
 “餐廳元氣亭”

鄉村餐廳溪流莊

是一家還能在河上遊玩

或進行燒烤等戶外體驗

的餐廳哦！

水壩咖喱

巡遊

位于設有交流動物園等能盡情享受大自然的
旭高原元氣村的餐廳

▶P17 ▶P18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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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助地區

三州足助屋敷

有小木屋和BBQ廣場，
什麽都不帶也可以BBQ（另收費用）

足助村
【火鍋料理（限定冬季期間）】檜茶屋

【鄉土料理、小吃】

豐田市足助町田町22

8:30～19:00

周二　　 0565-62-0014

持續專注于制作“最中（豆餡糯米餅）”100年，
制作的白豆沙和紅豆沙的豆餡糯米餅堪稱極品。

日月“最中”總本舖 川村屋
【日式糕點】

豐田市足助町田町17

11:00～19:30 LO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照常營業）

0565-62-0018

作爲老字號的店鋪，鰻魚料理和香魚料理
非常有名。 有許多季節限定菜品！

當季料理 井筒龜
【日本料理·當季料理】

豐田市足助町新町7-1

10:00～19:00

周二　　 0565-62-0356

“Tankororin”是一種咖啡味的
蕨餅包裹牛奶蛋糊的日式糕點。

御果子司 風外
【日式糕點】

豐田市足助町東貝戶10

【午餐】 11:00～14:00 LO

【晚餐】 17:30～19:30

周三（若恰逢大型連休、盂蘭盆節、年末年初、節日，則照常營業）

0565-62-0100

使用當地食材的正宗法國料理！

百年草 餐廳“楓” 【法國料理】

9:00～17:00（LO 16:30）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次日的周五休息）、

年末年初（12/25～1/2）、12月的第3個周三

※4/27～5/5的黃金周和11月無休息日

0565-62-1188

提供使用三州足助屋敷館內
制作的木炭來自家烘焙的咖啡。

咖啡館堅香子 【咖啡】

9:00～17:00（LO 16:30）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次日的周五休息）、

年末年初（12/25～1/2）、12月的第3個周三

※4/27～5/5的黃金周和11月無休息日

0565-62-1188

能品嘗到野菜、
香魚及五平餅等山村風味的餐廳。

豐田市足助町飯盛36

9:00～17:00(入場到16:30爲止)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次日休息)、年末年初

(12／25～1／2)、12月的第3個周三、另有臨

時休館日和臨時開館日

0565-62-1188

豐田市足助町一之谷22

10:30～15:00 LO(時間以外只接待預約者)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照常營業）　　 0565-62-0508

湯料中加入紅味噌的野豬肉火鍋、熊肉火鍋、
野雞火鍋及鄉村火鍋非常有名，具有三河風味。

香嵐溪 一之谷
【日本料理·當季料理】

豐田市足助町新町2

10:00～18:00

周四、周三不定期休息

0565-62-0010

懷舊的書店兼咖啡館。
美味的蛋糕治愈身心。

藏中畫廊 萬林書店
【咖啡】
藏中畫廊 萬林書店

11:00～15:00 ※16:00～20:00 4/27～

9/30 夜間可以使用 ※需要預約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次日休息） ※黃金周、

暑假（7/20～8/31）無休息日

0565-62-1188

※野豬肉火鍋只限于1月～3月中下旬（需要預約）

使用手工釀造的味噌和

炭火烤制而成的足助屋

敷的五平餅，堪稱極品！

能享用野味料理及香魚料理等
山村時令美食！

豐田市足助町田町17

11:00～19:30 LO

周四（若恰逢節日，則照常營業）

0565-62-0018

作爲老字號的店鋪，鰻魚料理和香魚料理
非常有名。 有許多季節限定菜品！

當季料理 井筒龜
【日本料理·當季料理】

0565-62-0508

作爲老字號的店鋪，鰻魚料理和香魚料理
非常有名。 有許多季節限定菜品！

當季料理 井筒龜
【日本料理·當季料理】

御果子司 風外

享受適于拍照的

足助街景吧♪

擁有各種時令口味的老字號店鋪的日式糕點
非常適合作伴手禮

一流廚師的拿手料理。
在大自然中享用豐盛美食。

在日本首屈一指的紅葉勝地，一邉眺望河面，
一邉享用故鄉的美味吧!

在位于香嵐溪的三州足助屋敷周邉，到處都是充滿著古樸氣息的美食之所。
在欣賞四季各異風景的同時，享受靜靜流淌的時間吧。

足助，有四季色彩各異的香嵐溪和古老的街道。

散歩後去品嘗美食，定會令您心滿意足。

足助地區助足助助

MAP：F-2 49

MAP：F-2 54 MAP：F-2 55

MAP：F-2 53

MAP：F-2 52

MAP：F-2 51

MAP：F-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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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原地區原小原原

稻武 地區

稻武地區
小原地區

豐田市野入町Nagi下13-12

（小路蛋糕屋MAKO）

9:00～17:00

周四

0565-82-3365

這裏有不施農藥和化肥培育的
藍莓田,還有使用新采摘的
藍莓制成的甜點。

藍莓小路 【西式糕點/咖啡店】

豐田市大野瀨町池平1-1

11:00～14:00(需要預約)

周三

0565-84-1150

將擁有150年曆史的民房移建
而成的旅館。品嘗一下考究的
高原交趾雞料理吧。

地爐旅館　龜甲苑 【鄉土料理】

可飽嘗鹽烤香魚、香魚五平餅、
香魚飯等香魚料理!

OIDEN·魚梁 【魚梁】

有使用稻武產的峰旭米制作的五平餅
及加入了米粉的烏冬面等名吃!

橡子橫丁  【特產/小吃】

豐田市稻武町Tahira8-1

【營業日】 周四、五、六、日（有臨時休息、冬季休息）

【時間】 11:00～17:00（工作日營業至16:00）

※午餐11:30～14:00

周一、二、三（有臨時休息、冬季休息）

0565-83-1008

家具工房與咖啡店。 
能感受簡約生活之快樂的空間。

Hitotoki -人與木-  【咖啡店】

豐田市小原町尾崎857-6

11:00～22:00

周二　　 0565-65-2020

使用從1933年創業之時起續添至今的
秘伝醬汁烤制而成的日本產鰻魚,
美味無比。

日式餐廳千歲  【日式料理】

豐田市永太郎町梛下164-5

11:30～21:00

（周一～五僅限預約）

無定期休息日　　0565-65-3209

在利用古民宅而營造的空間
中品嘗應季料理,感覺無與倫比!
敬請品嘗應季食材的美味。

小原庵  【當季料理/咖啡】

豐田市上仁木町白山1087-1

7:00～18:00

周一　　0565-65-3023

日本產大豆100%的天然鹵水豆腐
帶著令人懷念的昔日味道。

有限會社 柴田豆腐店
【豆腐店】

不僅銷售特產，還設有飲食區！

豐田市武節町針原6-1

【工作日】 9:00～17:00　【周六日及節日】 9:00～18:00

4月～11月沒有休館日(冬季12～3月周四

若爲節日則改爲第二天）

0565-82-3666

忘卻時間 , 怡然自得。
在窯戶品味大自然的恩澤。

藍莓分量充足♪

盡享野味與大山的恩澤。

還設有飲食區！

18:0018:00

不僅銷售特產，還設有飲食區！

可享用各種香魚料理 !

大力推薦
使用精選藍莓製作的甜品！

請在能夠感受木材溫暖的空間裏 , 
享用健康的飲食♪

執著于采用當地食材的老店之味。

稻武地區彙集了自然、曆史、溫泉三大魅力，

快在這裏開啓美食之旅吧。

武稻武武

【營業日】 周四、五、六、日（有臨時休息、冬季休息）

【時間】 11:00～17:00（工作日營業至16:00）

豐田市大野瀨町Nakagaito

7月1日～9月30日

【商店】 10:00～16:00

【夜間營業】 18:00～21:00（預約制※10人以上）

【燒烤廣場】 預約制

無休息日　　 0565-83-3200(稻武觀光協會)

在因歌舞伎、四季櫻、和紙之鄉而聞名的

小原，可邂逅外觀美麗的料理。

內部裝飾及料理

體現了店主人的

品位!

用美味的小原水精心製作的豆腐
可帶回去作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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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地區擁有三河高原及三河湖等豐富的大自然。

在壯觀的景色中享用美味吧!

下山地區

因美麗的藤花而知名的藤岡地區。

品嚐一下讓人不由露出笑容的甜點吧！

藤岡地區

招牌貓頭鷹迎客。
在這裏可品嘗野山藥及香魚等鄉土料理。

要來見我啊!

豐田市羽布町鬼之平1-300

10:00～18:00

周二　　 0565-90-3472

是可一覽三河湖的最佳地點。
名產五平餅及自制的
魔芋刺身等頗受好評。

三河路
【鄉土料理】

豐田市羽布町金山29

11:00～

周一（若爲節日，則改爲下一個營業日）

0565-90-3320

盡興地遊玩了三河灣後,請到這兒!
可品嘗到山藥、河魚刺身及鹽烤河魚等
季節特有的美味。

河鹿苑 【鄉土料理】

豐田市羽布町腰掛17-10

11:00～18:00（如果舉辦宴會則到20:00）

周三（如果爲節日則營業)、年末年初12/29～

1/1休息（從1/2開始照常營業）

0565-90-3474

是一座將擁有140年曆史的古民宅移
建而成的山間別墅。可在自然豐富的
三河湖畔就餐、住宿，在河邊戲水。

腰掛山莊
【鄉土料理】

也推薦使用下山產的

峰旭米制作的五平餅

也很不錯！

豐田市羽布町鬼之平1-16

10:00～20:00

無定期休息日　　0565-90-3473

用自創業之時起續加至今的醬汁烤制而成的
鰻魚,堪稱絕品。也推薦香魚、野豬、
鹿等野味料理。

鰻魚 三河
【鰻魚料理·日式料理】

豐田市羽布町腰掛17-10

11:00～18:00（如果舉辦宴會則到20:00）

周三（如果爲節日則營業)

1/1休息（從1/2開始照常營業）

0565-90-3474

三河湖畔就餐、住宿，在河邊戲水。

米飯用的是
被譽為夢幻大米

的峰旭！

眺望著湖畔，品嚐山間美味。

在擁有 ��� 年曆史的古民宅中 ,
盡享山村氣息。

羽布水壩咖喱第二期！

豐田市深見町常楽377-3

9:00～19:00 （周日9:00～18:30）

周三・每月第3個周二

0565-76-0302

大量使用時令水果的西式糕點，
口感好、入口即化、味道細膩。

松華堂　藤岡店　【西式糕點】

水壩

咖喱

巡遊

水壩咖喱

巡遊 是模擬矗立于三河湖的雄偉的“羽布水壩”
的水壩咖喱。請務必品嘗加入了大量下山特
產品的特制咖喱。

羽布水壩咖喱分
量充足!

下山地區
藤岡地區

▶P23▶P24▶P23

▶P23

河鹿苑腰掛山莊

三河路

鰻魚 三河

作爲獵人的店主人所捕獲的
野豬和鹿料理也值得推薦。

考究的鰻魚自不必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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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地區

釀造廠 桝塚味噌 
合資公司 野田味噌商店
野浦合資公司

大橋園藝

石川制茶

高香園

碧園 茶之純平

咖啡、紅茶專科 Kanon 咖啡

松坂屋豐田店

猿投溫泉 金泉閣
當日往返溫泉 金泉之湯

元氣食堂 WAKU 家

花遊庭

鰻忠

鰻魚·野山藥 真丸

餐廳  L’éclat de rire

Sweet corns MEGLiA M 公園店

蛋糕屋 Ange

御果子司 福壽園

果鋪 近江屋

松華堂 宮上店

株式會社 Koikeya-create

油菜花農園

FORESTA 酒店

德本饅頭本鋪

旬樹庵紫翠閣豆腐屋

笹戶溫泉 旅館勇屋別館

鄉村餐廳 溪流莊

小渡觀光魚梁

餐廳元氣亭

三州足助屋敷

百年草 餐廳“楓”

香嵐溪 一之谷

當季料理 井筒龜

藏中畫廊 萬林書店

日月最中總本鋪 川村屋

御果子司 風外

藍莓小路

地爐旅館 龜甲苑

OIDEN·魚梁

橡子橫丁

Hitotoki- 人與木 -

蓬萊泉吟釀工房

日式餐廳千歲

小原庵

有限會社 柴田豆腐店

三河路

河鹿苑

腰掛山莊

鰻魚 三河

松華堂 藤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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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松平地區 ▶P16

旭地區 ▶P17

足助地區 ▶P19

稻武地區 ▶P21

小原地區 ▶P22

下山地區 ▶P23

藤岡地區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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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市區
詳情請查看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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